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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內科病房之特色腎臟內科病房之特色

多年來醫策會與醫療機構攜手共同致

力於提升我國的醫療照護品質，2008 年

起，醫策會參考國外經驗，結合醫療專家

與合作醫院，共同開發與現行醫院評鑑制

度不同的「疾病照護品質認證」，本病房

列於此次參與五大疾病認證之ㄧ，對剛接

任腎臟內科病房才近半年，便接受此任務

的我來說，無非是莫大之壓力。

在沒太多時間思考的情況下，首先來

瞭解「疾病照護品質認證」之目的，期望

從病人的角度來檢視對於特定疾病的醫療

照護團隊之運作，是否符合一定的品質要

求。因此此次醫策會的「腎臟病照護品質

認證」，當務之急，病房必需要整合(將過

去努力成果完美展現)及共識(疾病照護達成

臨床照護指標標準化)，才能達成院方交辦

之任務。

團隊秉持創辦人『醫人、醫病、醫

心』的宗旨，致力發展具有特色的全人關

懷服務，運用跨團隊合作建立『疾病分期

衛教』模式(圖一)，並共同製作慢性腎臟病

健康管理護照(圖二)(手冊製作成員包含醫

師、病房及透析室護理師、腹膜透析及血

液透析衛教師、營養師、藥師、社工師等跨

領域成員)，一旦病人符合收案條件，則領

取此照護手冊，經由共識明確規範各科室在

慢性腎臟病衛教之工作與角色(如藥物屬藥

師、洗腎照護由洗腎室衛教、飲食衛教由營

養師完成等)，並結合電腦系統及手冊進行

交班，讓各科室均可瞭解病人對慢性腎臟病

認知與需求，期望共同提升慢性腎臟病患的

照護與生活品質。

文/腎臟內科病房 高淑娟   護理長

吳勝文 病房主任

圖一、『疾病分期衛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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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護理照護因應世代提供更趨

於多元、多樣化的衛教服務，運用創意並連

結多媒體模式(如QR code及國台雙語導讀衛教

轉盤)(圖三)，更希望能貼近老年族群，讓衛

教零距離，除達到專屬與個別化之衛教外，

更力求達到衛教完整之目的，『疾病分期衛

教』模式建立，能讓團隊成員有所依循，衛

教資訊完整度更清晰透明，另國台雙語導讀

衛教轉盤，除獲評鑑委員青睞，更深獲病人

讚賞與認同，此舉不僅鼓舞團隊成員，更讓

團隊成員朝優化腎病照護的方向前進更深具

信心。

透過此次疾病認證參與，達到促進跨科

整合與團隊凝聚，藉由合作方式共同檢視其

團隊在橫向（跨部門）與縱向（照護的連續

性）層面的發展，透過數次的開會討論與磨

合，讓我們能獲得更好的啟發，從多次挫折

中進而提升團隊士氣，藉由嚴謹的準備展現

醫療機構之醫療特色，最終才能在同仁通力

合作下通過醫策會的腎臟病疾病照護認證。

此過程並不代表結束，而是代表腎臟團

隊優質照護的開端，我們會持續在腎臟病照

護品質提升與卓越發展努力不懈，以整合性

照護，提供更完整慢性病照護衛教來預防或

延緩腎功能惡化，讓病患安心接受可近性和

品質最佳的醫療服務是我們最大目標。

圖二、慢性腎臟病健康管理護照 圖三、QR code 及國台雙語導讀衛教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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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觀念認為腎臟病要避免吃中藥，其來源已難考據，這種觀念使得中醫難以介入腎臟

疾病照護。2015年當時台灣腎臟病醫學會主委、高醫附醫黃尚志主任在國際知名腎臟醫學期

刊《Kidney International》發表分析結果，指出科學中藥對腎臟疾病是有幫助的，甚至某些科

學中藥對腎臟具有保護作用。

中醫介入慢性腎臟病照護早有先例，北榮臨床毒物與

職業醫學科楊振昌主任分析健保資料庫發現服用處方中藥

的腎臟病患者能減少四成死亡率，此結果在2014年發表

於世界權威醫學期刊BMJ，顯示西醫與中醫聯手治療慢性

腎臟疾病的確能有效改善病友的相關症狀，甚至降低死亡

率。

現代醫學對腎臟疾病病理機轉與疾病發展有相當詳

細的資料，病友常會詢問要不要洗腎？該洗腎而不洗腎，

可能發生尿毒症、貧血、腎性骨病變等問題，應遵循腎臟

科專科醫師的指示；中醫透過辨症論治、辨病用藥、內

外合治等綜合治療方式，逐步緩解病友的不適，改善生活

品質。中醫用來治療腎臟病常用的處方主要依據中醫經典

《傷寒論》記載的真武湯、五苓散、麻黃附子細辛湯、炙

甘草湯等，以五臟並治的概念對腎臟病影響所及的各種症

狀進行治療，臨床上往往能獲得良好效果。

依據《2015台灣慢性腎臟病臨床診療指引》的定義，

慢性腎臟病是指腎臟結構或功能異常超過三個月，並且對

健康造成影響。在2016年有位老先生突然出現水腫、心

悸、暈眩等症狀，住院檢查發現為急性腎炎，治療後雖然

全民健保中醫慢性腎臟病門診全民健保中醫慢性腎臟病門診

加強照護計畫介紹加強照護計畫介紹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許世源 主治醫師

許世源 醫師
學經歷│

•中醫科主治醫師

•中山醫大醫學系助理教授

•中國醫大中醫研究所醫學博士

•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學者

 

專長│

•慢性腎臟疾病中醫治療

•癌症術後中醫加強照護

   (乳癌、肝癌、肺癌、大腸癌)

•皮膚病中醫治療

•婦科疾病中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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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緩解，但腎功能異常的情況一直持續，

經診斷為慢性腎臟病。之後日常生活中常

感到全身無力、噁心、食慾不佳、頭暈、

心悸等症狀，2018年到本院中醫科求助於

筆者。老先生自發病後與腎功能相關的血

液檢驗項目，如肌酸酐(Creatinine)、尿素氮

(BUN)等數值均呈現緩慢惡化的趨勢，還伴

隨著喘促、腰膝酸軟無力、小便泡沫多與水

腫等症狀。

此外，在長期服用高血壓藥的情況下，

老先生平時血壓的收縮壓仍常出現180、

200mmHg偏高的情況，所以在規劃中醫治

療計畫時，把高血壓一併列入考慮。經過六

週中醫治療，肌酸酐、尿素氮等數值改善，

不適症狀也獲得緩解，血壓收縮壓降到140-

160mmHg。

中醫師全聯會與健保署經過數年研商，

於109年通過實行《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慢性

腎臟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使中醫藥介入

慢性腎臟疾病治療具有正面意義。計畫目的

在於中醫早期介入腎病照護，減緩腎病惡

化，延緩洗腎時程，提升病人生活品質，發

展中西醫結合治療之醫療照護模式。慢性腎

臟疾病第2～5期患者都符合收案條件，依據

慢性腎病期別，訂定不同的療效追蹤條件，

以評估中醫治療效果：

(1)慢性腎臟疾病第2期：每6個月檢驗

追蹤。

 (2)慢性腎臟疾病第3～4期：每3個月

檢驗追蹤。

(3)慢性腎臟疾病第5期：每1個月需檢

驗追蹤。

用來作為評估療效的檢驗項目有：血

壓、eGFR、血清肌酐酸、尿蛋白與尿肌酸

酐比值、低密度脂蛋白；若是糖尿病患者，

則需檢驗尿微蛋白與尿肌酸酐比值及糖化血

色素，檢驗追蹤項目相當仔細。

筆者於2018年前往北京中國中醫科學

院進修深造半年，期間跟隨諾貝爾獎得主屠

幼幼教授的得意門生廖福龍教授進行中藥研

究，對於中藥臨床應用有許多創新與深入的

心得。回台後對於治療慢性腎臟病的中藥

「附子」有其獨特的炮制方式，目前在台灣

市面上多達5、6種稱為附子的中藥商品，

其中不乏誤用的情況，往往使治療效果與預

期相差甚遠，本院中藥局以專業技術炮製附

子，配合腎臟病病友的用藥需求，以求獲得

最佳的臨床效果。

建議慢性腎臟病友能到合格醫療院所

診治，不要輕易相信偏方或自行購買中藥服

用，透過中醫慢性腎臟病加強照護計畫期能

對病友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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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羅詩晴 營養師

根據健保署統計資料，多年來門診醫

療費用以內科占率最大；其中透析居次、但

至106年透析已下降至第三位。門診重大傷

病醫療費用以慢性腎衰竭須定期透析最高，

但隨著國人健康意識抬頭，逐漸重視腎病防

治，多年有功而使占率穩定呈現下降趨勢。

這是腎臟科照護團隊與腎友共同努力的結

果，如何持續成效，預防保健更是關鍵。

影響味覺

今年初始，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其

中較為特異的症狀為味、嗅覺喪失，但您知

道嗎？已有研究表明，慢性腎臟病患者有味

覺喪失或改變之情形；並因此影響到其營養

攝取及生活品質。至2019年九月底，共有65

篇相關文獻發表，患者最常見的問題是口乾

症（xerostomia），透析患者中約有43.8 %的

人會出現味覺異常的問題。臨床研究甚至發

展出偵測工具（taste perception tests, TPTs）

用以早期發現末期腎病患者的味覺改變問

題，從而及早預防營養不良的狀況。

一般而言，血液透析的患者較不易感覺

出甜味與鹹味，腹膜透析患者則是對甜味、

鮮味及酸味閾值上升。推測可能原因為慢性

腎病患者唾液組成成分和正常人不同，例如

鈉離子增加而導致失去甜味感覺、鉀離子增

加造成金屬味、增加的碳酸氫根離子會降低

酸味及鮮味感覺，而唾液中的尿素濃度過高

可能造成苦味感知異常等。

上述結果使患者厭惡肉類食品，且嗜

甜、嗜酸、重鹹與重口味；可惜在矯正此異

常狀況的證據尚不夠充分，但少數研究補充

鋅可提升味覺敏銳度且改善味覺異常。富含

鋅的食物來源有許多，動物性食品來源如肝

臟、魚肉、瘦肉等，其鋅含量高且無干擾因

子，且此類食物本身具有含硫胺基酸可提高

生物可利用率；反之，植物性食品中的鋅會

與植酸結合，形成不被消化的複合物，進而

降低鋅之生物可利用率，另外草酸、單寧

(tannin)與木質素(lignin)，亦可能干擾鋅的吸

收。因此更建議飲食習慣為全素食之慢性腎

病者應增加鋅攝取量。

膳用食力，護腎安心膳用食力，護腎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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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避免加劇口乾症的問題，應採低

鹽飲食；鹽分含量高的食物，如醃漬食物或

醬菜類、罐頭食品、蜜餞、火腿、香腸、貢

丸、肉鬆、速食麵、調味料、甜鹹餅乾或運

動飲料等。若患者特別容易感受到苦味而造

成食慾不振，建議加強其對甜味及酸味的感

覺而掩蓋食物之苦澀；可在烹調時使用天然

香辛料，例如少量檸檬或鳳梨提味，或輔以

薑、蒜、洋蔥、八角等增添食物風味。

蛋白質與磷

腎臟病患者飲食禁忌多，需控制磷的

攝取；若過量攝取造成高血磷，可能引發繼

發性副甲狀腺機能亢進、轉移性軟組識鈣

化、腎性骨病變、皮膚搔癢、心肌病變、貧

血等症狀。研究顯示，植物性蛋白質相較於

動物性蛋白，因磷的生物可利用率較低（＜

50%）而可減少磷的吸收。但其實植物性和

動物性蛋白皆屬於有機磷，有機磷吸收受

腸胃道維生素D受體的活化程度限制使得吸

收率有限，即使是動物性蛋白質所含的有機

磷，吸收率也只有40-60%；反之，加工食品

中所添加的無機磷吸收率可達80-100%，如起

士、乾酪、碳酸或蘇打飲料等。

因此，衛教慢性腎臟病患者低磷飲食

首重不食用加工製品；市售產品中，磷廣泛

使用為食品添加物，如火腿、臘腸中的保色

劑，遠洋冷凍食品為求保鮮，甚至速食麵、

餅乾等為延長保存期限皆有添加。因此不建

議患者選用經剝殼處理的蝦仁，更應小心食

品標示上任何含有＂磷＂字成分的非天然新

鮮食物，包括花生醬、冰淇淋、卵磷脂、益

生菌、南極磷蝦油等。

預防檢測、常保健康

除了飲食控制，「適當的運動」在美國

腎臟基金會（KDOQI）治療指引中已被建議

應列為常規治療。定期運動可顯著改善患者

的體適能、血壓、營養數值（如白蛋白、前

白蛋白）及生活品質。而提供患者心理支持

也是治療的一環，認知行為療法、運動或放

鬆的技巧可減輕患者因末期腎病而需進入透

析治療的抑鬱症狀。從預防到治療，全民腎

臟安全需由大家共同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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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藥劑科 莊芸涵 藥師

藥注意！腎移植後勿亂補！藥注意！腎移植後勿亂補！

腎臟移植為末期腎臟病的一種治療方

式，為了避免身體排斥這顆新腎臟，移植

腎友須要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如鈣調神

經磷酸酶抑制劑、抗代謝製劑、類固醇、

以及增殖訊息抑制劑等。然而病友可能因

移植前的慢性腎病導致本身營養狀況不

佳，術後身體修復速度較慢，再加上免疫

抑制劑的副作用，可能會有體力虛弱與一

些代謝性問題，例如高血壓、高血糖、高

血脂等，而想尋求一些中草藥及保健食品

的補充來恢復體力跟調整體質，那麼能不

能服用呢?

華人社會大多都有「藥食同源」的文

化，常常會將中草藥加入藥膳、食品原料

或各種食品產品當中來保健身體。然而中

藥材有鉀離子含量問題，而免疫抑制劑也

有高血鉀的藥物副作用，對於病友來說血

鉀控制更加不易。有些來源不名的中草藥

甚至與免疫抑制劑有藥物交互作用，進而會

影響免疫抑制劑療效及副作用。此外尚有藥

材來源是否含重金屬、農藥或假貨等安全的

疑慮，對於移植腎友大多還是建議避免自行

服用中草藥。以下列出一些與免疫抑制劑相

關的中西藥物交互作用：

• 影響環孢靈的血中濃度

若服用含洋甘菊食品或含有黃連素

(Berberine)的黃連，因為會抑制肝臟代謝酵素

CYP3A4，而減少環孢靈的代謝，使得環孢靈

血中濃度增加，可能會提高環孢靈副作用的

發生機率，應謹慎使用。若服用含黃芩、黃

柏、葛根或枳實等中藥會降低環孢靈的藥物

血中濃度，可能使免疫抑制效果打折，應避

免與環孢靈併服。

• 降低環孢靈或FK506的血中濃度

貫葉連翹，又名貫葉金絲桃、聖約翰草

（St John's wort），為歐美常用草藥，主要用

於婦女調經，亦有寧神、平衡情緒的作用。

如果將它與環孢靈或FK506併用，會誘導肝

臟代謝酵素CYP3A4與CYP2B6，增加環孢靈

或FK506的代謝，導致藥物血中濃度下降，

圖一、院內常用腎移植口服免疫抑制劑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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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影響免疫抑制劑的療效，增加發生腎

臟急性排斥的風險，故服用環孢靈或FK506

的移植腎友勿用貫葉連翹。

• 減少類固醇的代謝

傳統中草藥中，甘草用途廣泛，不只

能入中藥方劑，還能添加於食品中當作調

味，但甘草中的甘草素(Glycyrrhizin)會抑制

5α,βreductase,11βdehydrogenase，減少類

固醇代謝。如果併服甘草與類固醇，會加強

類固醇藥效，也可能強化類固醇的副作用，

例如水腫、免疫力降低、食慾增加、血壓

升高、睡眠困難等，甚至可能導致骨質疏鬆

症。因此若原本血壓控制不佳的移植腎友，

建議避免併用。

• 減少免疫抑制劑的作用

服用免疫抑制劑就是為了避免腎移植被

自身免疫系統排斥，若此時再使用一些增強

免疫力的中藥或保健食品，兩兩功效相抵觸

之下，則會大大增加發生急性排斥的機會。

例如中藥材中的補氣藥(人參類)、壯陽類藥材

(鹿茸)、補血藥(阿膠、紅棗、當歸等)、保健

食品中的紫錐花、蜂王漿、靈芝等強調增進

免疫的產品都需要避免食用。

• 可能增加西藥的副作用的機率

紅麴是近年來用於降血脂的熱門保健

食品，其降血脂的功效為紅麴醱酵過程中

所產生的紅麴菌素（Monacolin K）與statin

類降血脂藥的結構類似，作用機轉相同，

可減少膽固醇合成。但若是病友本身即有

血脂異常或是因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所致

的高血脂，已經正在服用statin類降血脂

藥，則不宜再使用含有紅麴的保健食品，

如併用易增加發生肌病變等不良反應的風

險，如出現深茶色尿、肌肉酸痛與無力，

嚴重時可能導致橫紋肌溶解症等危險。

最後提醒移植腎友，每個人體質病

況並不同，「別人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

藥」，切勿貿然亂補，最好先由攝取天然

食材來補充營養，如您真有保健食品的需

求，建議先與醫師及藥師諮詢，衡量個人

體質，為您分析是否有補充保健食品的必

要性。腎移植得來不易，為了讓它能正常

運作，需要您與醫療團隊一起合作，共創

「腎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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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疾病照護認證

腎臟疾病照護醫護人員在職教育

腎臟疾病照護醫護人員在職教育

腎臟照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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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照護團體衛教腎臟照護團體衛教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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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徵求! 期待醫療更安全的你!
「病人安全」是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重視的議題之一，希望透過徵文，瞭解民眾、病

人或家屬對病人安全之想法，藉由互相交流及分享之方式，提升本院病人安全。投稿內容以
病人安全為主，舉凡用藥、手術、檢查、照護或其他事件均可，亦可分享對病人安全的相關
想法。

文長八百字以內為宜，本刊編輯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來稿請email至
cshp731@csh.org.tw，並註明真實姓名、年齡、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筆名。文稿一
經採用，均酬稿費。

109年07月-109年08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如需事先報名/
繳費請註明)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人
學分

1090701 12:30-13:30 內科部
類風濕性關節炎的
診斷治療新進展

中國附醫 
蔡嘉哲教授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0708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morbidity
肝膽腸胃科 
汪奇志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715 12:30-13:30 內科部
神經疾病治療輔助
器材研發經驗分享

神經內科 
辛裕隆主任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0722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心臟內科 

羅健賢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729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肝膽腸胃科 
陳宣怡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805 12:30-13:30 內科部 腹內感染
肝膽腸胃科 
黃士銘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0812 12:30-13:30 內科部

Primary 
aldosteronism: 

scree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內分泌科 
羅仕昌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0819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肝膽腸胃科 
黃士銘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826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心臟內科 

蕭文智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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